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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公路工程中部分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需求,许多问题和弊端逐步显露。
因此,必须重视管理问题。本文针对当前公路管理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促使公路管理更加规范化、
标准化、人性化,建立具有现代化模式的管理体系,进一步推动公路工程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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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new era, some management modes in highway engineering have not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many problems and drawbacks are gradually revealed. Therefore,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management issue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highway management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highway management to be more standardized, standardized and
humanized, establishing a modern management system,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highway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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